長照十年計畫 2.0 說明會紀錄(彰化縣)
時間：105 年 9 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地點：彰化縣政府 1 樓演藝廳
主持人：林政務委員萬億

紀錄：林蕙卿

出席者：出席單位及人員詳見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主席致詞：略。
貳、 長照十年計畫 2.0 簡報：
簡報：略。
參、 出席人員發言重點：
出席人員發言重點：
一、彰化縣魏縣長明谷
彰化縣魏縣長明谷
1. 行政院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以下簡稱長照 2.0）
，向前、向
後延伸，年齡也延伸，未來服務看得到，找得到，用得到，服務
得到。
2. 參訪本縣的日本姊妹縣，他們強調活得快樂，活得健康，希望我們
高齡者能做到自我保健，活得快樂，有尊嚴，不成為家人的負擔。
3. 希望將彰化縣列入試辦計畫。
二、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
1. 希望彰化縣成立縣級之長期照顧推動委員會或推動小組，透過此機
制強化長照 2.0 推動的功能，並能與中央對話。
2. 請彰化縣盤點長照需要者，涵括：老人失能、失智、原住民、身心
障礙者等，並回報中央，利於中央掌握未來需要挹注在彰化縣的經
費。
3. 長照需要人數逐漸增加，未來需要更多的服務量及服務單位，而目
前供給與未來需要的落差有多少，請提供未來需要佈建增加的量及
服務單位，以利瞭解彰化縣對未來長照服務之規劃。
4. 請彰化縣盤點可增加的服務據點、設施、場地，若涉及學校部分，
有那些閒置空間可使用，或者其他如民政、農會、漁會等。公共閒
置空間分別為可立即使用或需要轉型的，且這些場地適合 A-B-C 照
1

顧模式哪一級，中央需挹注多少經費方能長出服務，希望彰化縣能
提供給中央，以利未來長照 2.0 的推動。
5. 有關長照人力部分，包括居家服務員、照顧管理專員（未來希望稱
照顧管理師），在彰化縣可自行培育在地人力，若不足可徵求更多
人力資源加入，如：外籍配偶可做部分工時；若在地學生或中高齡
長者願意出來接受培訓，除可創造在地服務人力，亦可提升就業機
會。
6. 掌握彰化縣有多少服務單位具備潛力可轉型或擴大服務，如：原本
提供身心障礙者服務，該單位若有能力兼顧提供老人服務，即可邀
請這些單位一起加入，創造多元化服務，滿足當地人民之需要。
7. 有關現行中央訂定之法規，在彰化縣推動長照若造成部分執行困
難，可將需要中央協助之處提供資料給本人，由本人整合中央政府
部分，使中央和地方政府易於推動長照 2.0。若是彰化縣自行規定，
例如經費核銷、法規鬆綁、行政體系阻礙等造成窒礙難行，請先行
改善，以利整體提升中央和地方之量能，全力推動長照 2.0。
8. 有關現行長照服務核銷行政程序繁瑣之問題，未來制度會簡化，一
改過去使用採購法的方式，盡量改以基金方式處理，減少經費延遲
核撥給服務提供業者所產生的營運周轉問題。
9. 長照預算明年將會有 200~300 億元，目前將修法以修遺贈稅、菸捐
等方式籌措財源。
10. 有關長照服務法第 22 條及第 62 條的問題，我們正在重新檢討並
處理，這次我們親自來到地方，就是為傾聽在地的聲音。
三、未具名者
未具名者
1. C 級建議以國小為區域，3 個村里不夠大。
2. 建議在 C 級的長照人力配置專業社政人員。
四、未具名之安養機構業者
未具名之安養機構業者
長照 2.0 未照顧一般戶的機構住民，在我的機構中不乏這樣不符
中收入戶資格，但經濟能力又不好的案例，我們機構已提供半年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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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照顧。希望長照 2.0 能擴大補助機構住民，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
五、彰化縣長照發展協會
彰化縣長照發展協會楊
長照發展協會楊理事長靜薫
理事長靜薫
1. 建議輔導全台 1000 多家，長照機構成為諮詢服務站，不必再花錢
建置 1000 個諮詢站，可以將錢挪去補助一般戶重度失能者之住宿
照顧，以解決社會的長期照顧問題。
2. 63 小時的照顧對重度失能者（或失智者）並不足夠。然而在日照
及社區居服，一般戶可以有 63 小時*200 元=12,600 元的補助，一
般戶都是納稅者，長照 2.0 的經費來自一般戶的稅金，可是一般戶
卻無法得到機構住宿式的補助，違反公平正義原則。
六、屏東基督教醫院
屏東基督教醫院王副院長文甫
督教醫院王副院長文甫
1. 長照 2.0 若包括健康促進，國健署的角色及經費為何？健康促進係
針對健康老人，但長照 2.0 的服務對象係身障老人，會不會形成多
頭馬車？服務提供者相同嗎？使用同一套經費嗎？
2. 為維護長期照護品質，服務提供者的課程有被認證嗎？是核心的課
程嗎？認證機制為何？
3. A-B-C 有無退場機制？誰來執行？
4. 照管中心設於縣市政府，以精神科為例，原已配置個案管理師，但
因文書行政忙，都無法執行評估工作，所以，於 A 級設置管理師會
比較容易執行。
七、財團法人切膚之愛基金會詹執行長
財團法人切膚之愛基金會詹執行長麗珠
執行長麗珠
1. 場地及設置進駐 A、B、C 級的財源補助是否足夠？
2. 照顧服務員的訓練品質（訓練內容是否嚴謹，如勞動部職訓 ICAP
認證）、照顧服務員訓練補助資源及留任情形，很多訓練完成卻無
法留任，浪費政府資源。
3. 照顧服務員的照顧比是否有法規明定及保障，如失智日照中心為
1:6；若需要 1:1 的照顧服務，則需要 24 小時失智團體家屋，切膚
之愛基金會致力成立彰化縣第 1 間團體家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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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鑑是否應落實在品質及制度上，否則，維持優等或非優等並沒有
實質差別。
八、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葳群老人長照中心林主任
財團法人彰化縣私立葳群老人長照中心林主任宇凱
主任宇凱
1. 長照機構須與醫院競爭護理人力資源，但醫院方面有全民健保提升
住院護理品質計畫挹注薪資補貼，然而長照機構卻沒有，將造成不
公平的競爭。
2. 建議比照軍中基層醫官的制度，開放部分護理行為由非護理師但有
接受訓練人員進行，或獨立出新的專業人員分類。
九、未具名之服務提供業者
1. 過去長照十年計畫未達到預期使用人數，以偏鄉而言，若失能人數
下降，收入不夠，照顧服務員就無法留任了。
2. 長照 2.0 投入 177 億元經費，只照顧 10 萬多人，而那些負擔重的
家庭卻都沒被照顧到，尤其是機構的住民，政府只要撥出其中的一
點錢就可以照顧到他們。
3. 護理人員的證照很難考，為什麼不把這些人當作助理，鼓勵到長照
機構服務。
4. 有那麼多人受過照顧服務員訓練，但留任少，請了解問題在哪裏？
十、王立法委員惠美
1. 請縣政府儘快盤點資源，看缺口有那些？儘速擬訂計畫，這樣較易
獲得資源。
2. 長期照顧最重要的是錢與人，有錢的投入，就會有人力的加入。
3. 應尊重市場機制，允許有經濟能力的人獲得想要的服務。
4. 人力是最大的問題，過去人力已不足，現長照 2.0 能量開這麼大，
照顧服務員的人力跟得上嗎？照顧服務員的薪資會提高嗎？有否
照護分級？
5. 長照服務應根植於社區，才符合人性。
6. 失智者造成家庭更多的負擔，如何讓失智不繼續惡化，能得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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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照顧是很重要的事。
十一、
十一、 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翁副教授樹澍
1. 長照保險規劃進程與目前長照公務預算的銜接？
2. 有關健康促進的社區資源盤點，建議長青老人會、老人運動等相關
組織都列入資源盤點的對象。
3. 提升長照資源可近性很重要，同時要避免民眾不知如何使用這些資
源。
十二、
十二、 慈恩老人養護
慈恩老人養護中心外展組
老人養護中心外展組謝
中心外展組謝組長佳樺
組長佳樺
1.目前政策改變，照顧服務員每週工時 40 小時，因為縮短工時，影
響了收入，已有 20 幾位照顧服務員轉業，建議照顧服務員的工時
能適用勞基法 84-1 條之規定。
2. 建議居家照顧訂定明確項目及自費比例，以減少照顧服務員做清潔
家事的比例，讓民眾重視照顧服務員的工作內涵。
十三、
十三、 伍倫惠來養護中心林
伍倫惠來養護中心林主任右崇
養護中心林主任右崇
長照 2.0 能成功的因素有 2 項，資金及人力。應以長照保險來
推動長照，像健保一樣，才有足夠的資金。而有足夠的資金才能招
募及留住人才。
十四、
十四、 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李
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李秘書長
全國聯合會李秘書長元暉
秘書長元暉
職能治療師已準備好了，可以參與長照 2.0 ；長服法所規範
的業務範疇，都可以勝任，例如 Reablement、Life-style Redesign
都適合在 A-B-C 推動。
十五、
十五、 彰化市長樂社區發展協會黃隊長
彰化市長樂社區發展協會黃隊長惠足
隊長惠足
社區發展協會之志工，能讓關懷據點成為 C 級，但請補助足夠
的經費。
十六、
十六、 未具名者
對於留住照顧服務的建議：推動技術檢定、日照中心分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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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增加照顧服務員的願景。
十七、
十七、 黃立委秀芳
1.關懷據點最好成為 C 級，希能多投入經費，培育在地志工。
2.照顧服務員的薪資勞動條件不好，希望能保障 3 萬元，不足的部
分，建議由本計畫補貼。
3.日本的小規模多機能，除了社區日照、24 小時的照顧，也含括托
育，雖然不宜全部模仿，但建議可以依本土情形修正。
4.希望長照 2.0 能長長久久，不要因為經費的問題而中斷，建議多思
考財源。
十八、
十八、 私立寶祥老人養護中心林主任
祥老人養護中心林主任秀如
主任秀如
1. 長照 2.0 中機構住宿式的角色與定位？
2. 簡報第 39 及 40 頁，長照服務單位是否有包含私立小型機構？
十九、
十九、 和美鎮中寮大慶社區關懷協會林鎮民代表明生
和美鎮中寮大慶社區關懷協會林鎮民代表明生
在 A、B、C 的編制上，A 與 B 都是以失能老人為主，我們強調
在地老化，健康老化，應該是 C 的層級，能有專業的社政人員，統
合資源，才不會使老人太快的失能，而且也不至於在 A 與 B 花太多
的費用。以北彰化而言，應以國小為學區，在年輕人載小孩的同時，
也能一起接送老人。
二十、
二十、 彰化縣私立松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金負責人紹文
彰化縣私立松柏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金負責人紹文
長照十年計畫遺忘了一般戶的機構住宿老人。長照 2.0 擴大服
務對象是否會納入這群被遺忘的族群?居家、日照一般戶可補助 7
成 ， 亦 即 一 般 戶 重 度 失 能 政 府 核 給 居 家 照 顧 63 小 時 ，
63*200=12,600 元，當民眾因故無法在家照顧而轉往住宿型照顧
時，政府的長照 2.0 補助多少？
肆、 相關單位綜合回應
相關單位綜合回應：
單位綜合回應：
一、林政務委員萬億
政務委員萬億
1. 長照 2.0 與國健署、健保的業務不會重疊，彼此是銜接的，但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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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磨合的時間。
2. 機構式照顧有納入長照 2.0，但目前經費不足，故先從低收、中低
收入戶開始。若家庭有變故者，可由縣市政府評估及彈性處理。目
前全國約有 20﹪的失能老人入住機構，機構之間的品質及價格差
異很大，未來經費充裕下可考慮將機構式照顧納入長照政策中，但
財政的負擔，需要經過審慎評估。
3. 已開放聘請外籍看護工家庭可以使用喘息服務。
4. 對於照顧服務員的勞動條件、薪水都將研擬提高，交通補助也會適
度補助，至於工時適用勞基法的部分，會與勞動部協調。
5. 財源部分短期內甚至未來應不會採保險模式，而是以穩定的稅收為
財源，且若開辦，大部分皆為勞工繳保費，對受薪階級亦不公平。
6. 失智症照護是台灣很大的挑戰，會儘快做好。
7. 社區關懷據點提供的服務多元，但差異也大，若未來可提升為 C
級，是大家所樂見的。
8. 有關長照服務法第 22 條及第 62 條的問題，我們正在重新檢討並處
理。
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陳副署長素春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陳副署長素春
1. 核銷簡化請看簡報 75 頁，未來可用支出明細核銷。
2. C 級主要是做初期預防，所以先配 1 位照顧服務員，社政人員可由
A、B 級的人力支援。
3. A-B-C 的退場機制，將視試辦結果再訂定。
4. 有關 A-B-C 試辦計畫的補助金額，將俟 22 個縣市的說明會結束後，
邀請各縣市政府開會並進一步說明進行的方式，屆時視各縣市所提
的計畫決定補助金額。
5. 本署將與勞動部協商，讓長照機構可自訓自用照顧服務員。至於照
顧服務員的職涯發展，可擔任指導員、居家服務督導或者自行創業。
6. 對於照護品質優等之長照機構可考量補助加成。
三、護理及健康照護司蔡司長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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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B-C 模式下，照管中心負責評估及核定，A、B 級會有照護計畫協
調員負責照顧計畫。
2. 健康促進及向後延伸的照護，對於長照 2.0 都是新的模式，會與國
健署、健保署協調分工及連繫，建立以被照顧者為中心的照顧模式。
伍、 結論
一、魏縣長明谷
面臨高齡化社會，是無可避免的趨勢，希望彰化縣早一點做，能
被選定試辦。
二、林政務委員萬億
1.每個縣市都可提計畫，有意願，準備好就可以試辦。
2.各方意見將由衛福部收集後納入未來的考量，後續細緻的規劃，將
與地方政府繼續研議，並進行試辦計畫，也希望彰化縣儘早準備，
佈建資源。
陸、 散會(
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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